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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期权基本投资策略介绍



期权概述

一、期权价格的构成

期权价格就是买进（或卖出）期权合约时所支付（或收取）的权利
金。期权的权利金由内涵价值和时间价值组成。

期权价格=期权的权利金=内涵价值+时间价值

内涵价值由期权合约的执行价格与标的物价格的关系决定。简单来
说，当看涨期权执行价格低于标的物价格时，该期权为实值期权；当看
跌期权执行价格低于标的物价格时，该期权为虚值期权。

时间价值又称外涵价值，一般来讲，期权剩余的有效日期越长，其
时间价值就越大。而当期权临近到期日时，期权的时间价值衰减速度就
会加速，因为在到期日来临时，该期权就不再具有任何时间价值，期权
价值只等同于内涵价值。



影响期权价格的基本因素（一）

标的物价格与期权价格的关系

期权 标的物价格 期权价格

看涨期权
上涨 上涨

下跌 下跌

看跌期权
上涨 下跌

下跌 上涨

执行价格与期权价格的关系

期权 执行价格 期权价格

看涨期权
越高 越低

越低 越高

看跌期权
越高 越高

越低 越低



标的物价格波动率与期权价格的关系

期权 标的物价格波动率 期权价格

看涨期权
上升 上升

下降 下降

看跌期权
上升 上升

下降 下降

到期日剩余时间与期权价格关系

期权 到期日剩余时间 期权价格

看涨期权
越长 越高

越短 越低

看跌期权
越长 越高

越短 越低

影响期权价格的基本因素（二）



利率与期权价格福安息

期权 利率 期权价格

看涨期权
上升 下降

下降 上升

看跌期权
上升 上升

下降 下降

总结：期权价格是由期权的买方和卖方的供求关系决定的。由于其低
权利金、流动性强以及影响因素众多的特性，期权价格波动料将十分
剧烈，灵活度较期货上升。

影响期权价格的基本因素（三）



期权基本交易策略

期权的基本交易策略有四个：买进看涨期权，卖出看涨期权，买进
看跌期权，卖出看跌期权。其他所有的交易策略都是基于上述基本策略
而派生。

（一）买进看涨期权
方法：买进一定执行价格的看涨期权，在支付了权利金后，享有

在到期日前买入标的物或放弃执行期权的权利。



买入看涨期权：当期货价格低于执行价格时，不管价格有多低，损失
是一定的，即期权权利金，当期货价格高于执行价格时，并达到益损平衡
点时，收益为零，即不赔不赚。若价格超过益损平衡点，会出现正的收益，
且随着价格的上涨，收益无限增大。

适用市场 牛市行情，市场波动率较大

执行目的
对后市看涨预期越强，越可以买入看涨期权，
以期付出较小成本（权利金）获得上涨收益。

损益平衡点 损益平衡点=期权执行价格+权利金

风险
期货价格始终＜损益平衡点（期权执行价格+
权利金）时，将会产生亏损（亏损≤权利金）

收益
平仓收益=权利金卖出价-买入价
履约收益=期货价格-执行价格-权利金
随着期货价格上升，利润上升

优点
①比直接购买期货便宜；②比期货拥有更强更
灵活的杠杆效应；③风险有限，潜在收益无限

缺点
要求对行情把握较大，若选择的执行价格或是
到期日不合适，权利金损失的概率较大。



（二）卖出看涨期权
方法：与买入看涨期权不同的是，卖出看涨期权得到的是义务而不

是权利。投资者以一定的执行价格卖出看涨期权，获得权利金收入。如果
标的物价格低于损益平衡点价格，则卖方可获利。如果标的物价格大于损
益平衡点价格，则卖方将面临与标的物价格上涨一同增加的亏损。因此，
卖出看涨期权盈利有限（最大盈利为权利金），潜在亏损理论上无限。



卖出看涨期权：当期货价格低于执行价格时，不管价格有多低，收益
是一定的，即期权权利金，当期货价格高于执行价格时，并达到益损平衡
点时，收益逐渐减小至零，即不赔不赚。若价格超过益损平衡点，会出现
亏损，且随着价格的上涨，亏损无限增大。

适用市场 熊市行情，市场波动率较小

执行目的
对后市看跌预期越强，越可以卖出看涨期权，
以期赚取更多的期权权利金

损益平衡点 损益平衡点=期权执行价格+权利金

风险
当期货价格＞损益平衡点（期权执行价格+权
利金）时，将会产生亏损（潜在亏损无限大）

收益

平仓收益=权利金卖出价-买入价
履约收益=执行价格+权利金-期货价格
随着期货价格下降，收益逐渐增大至一固定
值，即期权权利金价格

优点
①期货价格下跌或变化范围不大时可以赚取
一定收益；②卖出初期即可获得权利金收益

缺点
①当期货价格上涨时，潜在亏损将会无限大；
②要求对行情把握较大



（三）买入看跌期权
方法：买进一定执行价格的看跌期权，在支付了权利金后，享有

在到期日前卖出标的物或放弃执行期权的权利。



买入看跌期权：当期货价格高于执行价格时，不管价格有多高，损
失是一定的，即期权权利金，当期货价格低于执行价格时，并达到益损
平衡点时，收益为零，即不赔不赚。若价格小于益损平衡点，会出现正
的收益，且随着价格的下降，潜在收益增大，理论无上限。

适用市场 熊市行情

执行目的
对后市看跌预期十分强烈，考虑买入看跌期权，
以期付出较小成本（权利金）获得下跌收益。

损益平衡点 损益平衡点=期权执行价格-权利金

风险
期货价格始终＞损益平衡点（期权执行价格-
权利金）时，将会产生亏损（亏损≤权利金）

收益
平仓收益=权利金卖出价-买入价
履约收益=执行价格-权利金-期货价格
随着期货价格下跌，利润上升

优点
①比直接购买期货便宜；②比期货拥有更强更
灵活的杠杆效应；③风险有限，潜在收益无限

缺点
要求对行情把握较大，若选择的执行价格或是
到期日不合适，权利金损失的概率较大。



（三）卖出看跌期权
方法：与卖出看涨期权类似，卖出看跌期权得到的不是权利是义务。

投资者以一定的执行价格卖出看跌期权，获得权利金收入。如果标的物价
格低于损益平衡点价格，则卖方可获利。如果标的物价格大于损益平衡点
价格，则卖方将面临与标的物价格上涨一同增加的亏损。因此，卖出看涨
期权盈利有限（最大盈利为权利金），潜在亏损理论上无限。



适用市场 牛市行情

执行目的
对后市看涨预期强烈，考虑卖出看涨期权，
以期赚取更多的期权权利金

损益平衡点 损益平衡点=期权执行价格-权利金

风险
当期货价格＜损益平衡点（期权执行价格+权
利金）时，将会产生亏损（潜在亏损无限大）

收益

平仓收益=权利金卖出价-买入价
履约收益=执行价格+权利金-期货价格
随着期货价格上升，收益逐渐增大至一固定
值，即期权权利金价格

优点
①期货价格下跌或变化范围不大时可以赚取
一定收益；②卖出初期即可获得权利金收益

缺点
①当期货价格上涨时，潜在亏损将会无限大；
②要求对行情把握较大，风险较高。

卖出看跌期权：当期货价格高于执行价格时，不管价格有多高，收
益是一定的，即期权权利金，当期货价格低于执行价格时，并达到益损
平衡点时，收益逐渐减小至零。若价格低于益损平衡点，会出现亏损，
且随着价格的下跌，亏损无限增大。



第二章 期权套期保值策略介绍



在期货交易中，套期保值策略主要可以分为：买进期货以建立与现货
头寸相反头寸的买期保值；卖出期货以建立与现货头寸相反头寸的卖期保
值。

但是在期权交易中，套期保值不是以期权头寸来定义，而是按买卖期
权所能转化成的期货标的物头寸来决定。因此，买进看跌期权和卖出看涨
期权都是卖期保值，因为它们履约转换后头寸均为空头；而买进看涨期权
和卖出看跌期权都是买期保值，因为它们履约转换后头寸均为多头。

期货合约交易具有对现货的保值功能，而期权交易既具有现货交易的
保值功能，又具有对交易者所拥有的期货头寸的保值功能。

期货和期权套期保值交易的区别



生产制造商、仓储商、加工商、贸易商、终端用户等生产经营者，为
了使自己计划购进的现货或者已经出售的现货免受因价格上涨造成的损失，
除了利用期货合约套期保值以外，也可以利用期权交易进行保值增值。期
权买期保值策略主要有：买入看涨期权，卖出看跌期权，以及买进期货合
约同时买入期货看跌期权的组合。

（一）买进看涨期权买期保值策略
买进与自己即将购进的现货或期货相关的看涨期权，并支付权利金。
①价格上涨，执行看涨期权，低价买进期货合约，然后按上涨的价格

水平高价卖出相关期货合约，获得差价利润，在弥补支付的权利金后还有
盈余，这部分盈余足以弥补高价购进现货的亏损，从而取得一定的保值增
值作用。

②若价格没有上涨，反而下跌，则可低价转让看涨期权，已支付的权
利金损失可以由低价购进现货的亏损，同样起到了保值作用。

期权买期保值策略分析



举例进一步说明：
5月，某榨油厂根据生产计划和库存情况，拟在6月中旬购买一批大豆。

为了防止大豆价格上涨，该榨油厂以8美分/蒲式耳的价格买入芝加哥商品
交易所7月份到期的大豆看涨期权，执行价格为760美分/蒲式耳。
①、到了6月中旬，大豆期价涨至885美分/蒲式耳，该看涨期权价格涨至
135美分/蒲式耳，大豆现货价格涨至880美分/蒲式耳，此时，榨油厂可以
选择将看涨期权进行卖出平仓，获得权利金价差收益：135美分/蒲式耳-8
美分/蒲式耳=127美分/蒲式耳

同时，在现货市场以880美分/蒲式耳价格购买大豆，虽然大豆价格上
涨，但是期权套期保值盈利弥补现货采购成本上涨损失，实际采购大豆成
本：880美分/蒲式耳-127美分/蒲式耳=753美分/蒲式耳

②、到了6月中旬，大豆价格未涨，而是下跌到710美分/蒲式耳，榨油厂放
弃行使期权，损失权利金8美分/蒲式耳，采购成本为：710美分/蒲式耳+8
美分/蒲式耳=708美分/蒲式耳，与没有进行期权保值相比，采购成本仅仅
增加8美分/蒲式耳。

因此，通过买入看涨期权套期保值，榨油厂确立了一个最高买价，有
效避免了大豆价格上涨带来的采购成本上升，价格下跌时则能低价购买。



（二）卖出看跌期权买期保值策略
适用于相关商品价格有可能保持相对稳定，或预期价格下跌幅度很小

时，通过卖出一个看跌期权，从卖方收取权利金，并利用此款为今后的交
易保值，将会获得较好保值效果。但是，一旦相关期货价格跌至期权执行
价格以下时，该看跌期权卖方也可能会面临买方要求对期权履约的风险损
失。

（三）买进期货合约，同时买入相关期货看跌期权的买期保值策略
在期货交易中，生产者计划购进商品时，为防止价格上涨带来的购进

成本增加损失，可以通过买进相关期货合约的套期保值交易来保证其预期
的购进成本。



生产制造商、仓储商、加工商、贸易商、终端用户等生产经营者，为
了使自己所拥有的已购进的材料现货或期货免受价格下跌造成贬值的风险，
除利用期货合约套期保值外，还可以运用风险更小、操作更灵活的期权交
易进行保值。

（一）买进看跌期权卖期保值策略
买进与自己拥有的现货或期货多头头寸相关的看跌期权，支付一定

数量的权利金，一旦价格果真下跌，买方便执行期权合约，按执行价格卖
出相关期货合约，同时以较低价格从期货市场上买进相关期货合约对冲手
中的期货空头头寸，从而获取一部分利润。这部分利润在弥补支付的权利
金后还有一定的英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自己所拥有的现货头寸或期货
多头头寸去的了一定的保值作用。价格下跌幅度越大，则这种保值作用越
明显。如果市场价格没有下跌而是维持不变或上涨的话，买方则不履行期
权合约或卖出看跌期权平仓，其最大损失只是支付的权利金，这部分权利
金至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由价格上涨的盈利部分来适当弥补或由卖出看跌
期权收取的权利金弥补，最终保值作用仍旧得以体现。

期权卖期保值策略分析



举例进一步说明：某压榨厂预计大豆价格将会上涨，因此提前在5月
份从美国进口了一批大豆以满足下半年生产需要。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后，
大豆价格从800美分/蒲式耳的价格开始回落。榨油厂预计大豆价格有可能
出现大幅下跌，于是立即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以5美分/蒲式耳的价格买入9
月份大豆看跌期权，执行价格为795美分/蒲式耳。

①、如果大豆价格出现大幅下跌，至9月时大豆期货价格跌至650美分/蒲式
耳，该榨油厂可以驴行看跌齐全，以795美分/蒲式耳的价格卖出期货合约，
然后立刻以650美分/蒲式耳的价格买入期货合约平仓，

可以获利：795美分/蒲式耳-650美分/蒲式耳=145美分/蒲式耳
扣除支付的权利金5美分之外，还有净盈利：
145美分/蒲式耳-5美分/蒲式耳=140美分/蒲式耳，这部分盈利可以弥补

因现货大豆价格下跌所带来的存货价值减少。

②、如果大豆价格上涨，至9月时涨至900美分/蒲式耳，该榨油厂就考虑放
弃执行看跌期权，虽然会损失5美分/蒲式耳的权利金，但是榨油厂可获得
大豆现货价格上涨带来的存货价值增加的好处。



（二）卖出看涨期权卖期保值策略
当相关商品价格有可能保持相对稳定，或预测价格下跌幅度很小时，

套期保值者可以通过卖出一个看涨期权，收取权利金，并利用权利金款项
为今后现货交易保值。但从另一方面看，若相关期货价格涨至看涨期权执
行价格之上时，该看涨期权卖方将会面临买方要求执行期权的风险。

（三）卖出期货合约，买入相关期货看涨期权卖期保值策略
在期货合约交易中，生产者拥有即将出售的现货时，为防止价格下跌

的损失，可以通过卖出期货合约的套期保值交易来保证其预期的利润。但
是一旦价格不跌反涨时，其期货合约交易将会发生亏损。为了尽量减少期
货合约交易中的亏损，可以在卖出期货合约的同时，买入相关期货看涨期
权。这样，价格下跌时，放弃或卖出平仓看涨期权，同时低价买入期货合
约平仓，达到保值目的。若价格上涨。执行看涨期权，买进期货合约与手
中的期货空头头寸对冲，从而减少期货合约交易损失。



第三章 常用期权套利策略介绍



期权套利交易是利用期权的不合理定价或出现的波动率错误估计来
谋取低风险利润的一种交易方式。一般来说，期权套利交易分为两大类：
一是针对期权价格失真进行的单纯性套利交易，主要包括：转换套利交易
与反转换套利交易等；二是以波动率不同估计为基础进行的波动率交易套
利，主要包括：水平套利，对角套利等。

套利交易主要遵循两条原则：其一，买入价值低估的期权，卖出价
值高估的期权；其二，必须对冲期权空头的风险头寸。需要注意的是，能
否及时准确地抓住市场上期权报价的失误是套利成功的关键。

一、垂直套利策略
垂直套利也称垂直价差套利，采用这种套利方法可将风险和收益限

定在一定范围内。它的交易方式表现为按照不同的执行价格同时买进和卖
出同一合约月份的看涨期权或看跌期权。垂直套利主要有四种形式：牛市
看涨期权，牛市看跌期权，熊市看涨期权，熊市看跌期权。

什么是期权套利交易



牛市看涨期权组合是一种垂直价差策略，策略构造需要现金支出。该
策略的净效应在于：同仅仅只购买看涨期权的策略相比较，它能降低交易
的成本和盈亏平衡点。并且价格必须要上涨才能达到盈亏平衡点，因此牛
市看涨价差期权组合将更适合于长期交易，需要跟多的时间来正确操作该
策略。

牛市看涨期权



牛市看涨期权套利举例

棉花期货价格为15000元/吨，某投资者看好棉花期货后市，买入一手
执行价格为15000元/吨的棉花看涨期权，支付权利金510元/吨；但又认为
价格不会突破15600元/吨，所以卖出一手执行价格为15600元/吨的同月份
看涨期权，收入权利金280元/吨。净支付权利金230元/吨。损益平衡点为
15230元。考虑到期日期货价格涨跌两种情况：

时间 期货价格 15000 15600 损益

10日后 15400 650 340 80

到期日1 15000 0 0 -230

到期日2 15600 600 0 370
损益=表中期权价格平仓后收益减去期初净支付的权利金



牛市看涨期权垂直套利综合分析

策略
买一份低执行价格的看涨期权，卖一份更高执行

价格的看涨期权

适用范围

预测价格将上涨到一定水平。买方希望从
后市波动中受益，但又缺乏明显信心，所以买进
看涨期权，同时又卖出看涨期权来降低权利金成
本，如果标的物价格下跌，后者将限制损失；如
果标的物价格上涨，后者酱又会限制收益。

最大风险
净权利金（收取的权利
金-支出的权利金）

风险有限，利润也有限

最大收益
（高执行价格-低执行

价格）-最大风险

损益平衡点 低执行价格+最大风险 或 高执行价格-最大收益

履约后头寸 买低卖高



牛市看跌期权

牛市看跌价差期权组合对于价格在一定范围内变动的或价格上涨的标
的物能够获利。当期货价格高于高执行价格时，不管价格有多高，收益是
一定的，即期权净权利金（高权利金-低权利金），当期货价格低于低执行
价格时，产生最大损失，即高执行价格-低执行价格-净权利金；期货价格
位于低执行价格和高执行价格之间时，随着期货价格的上涨，此策略从最
大损失逐步变为最大收益，其中，益损平衡点为：高执行价格-净权利金。



牛市看跌期权垂直套利综合分析

策略
买一份低执行价格的看跌期权，卖一份更高执行

价格的看跌期权

适用范围

预测后市行情上涨。投资者看好后市，希
望卖出看跌期权以赚取权利金。他认为市场价格
会逐步上涨，而卖出期权是可以收取权利金的。
而买入的低执行价格的看跌期权以控制价格可能
下跌出现的风险。

最大风险 （高执行价格-低执行价格）-最大收益

最大收益 净权利金

损益平衡点 低执行价格+最大风险 或 高执行价格-最大收益

履约后头寸 买高卖低



熊市看涨期权

当期货价格在一定范围内变动或者价格下跌时，熊市看涨价差期权组
合策略可以获利。当期货价格低于低执行价格时，不管价格有多低，收益
是一定的，即期权净权利金（高权利金-低权利金），当期货价格高于高执
行价格时，产生最大损失，即高执行价-低执行价格-净权利金；期货价格
位于低执行价格和高执行价格之间时，随着期货价格的上涨，此策略从最
大收益逐步变为最大损失，其中，益损平衡点为：低执行价格+净权利。



熊市看涨期权垂直套利综合分析

策略
买一份低执行价格的看涨期权，买一份更高执行

价格的看涨期权

适用范围

预测后市行情下跌。买方希望从熊市中收
益，于是卖出看涨期权，但又通过买进看涨期权
来降低风险。如果标的物价格上涨，后者将限制
损失；如果标的物价格下跌，后者将会限制收益，
但总体风险是有限的。

最大风险 （高执行价格-低执行价格）-最大收益

最大收益 净权利金

损益平衡点 低执行价格+最大收益 或 高执行价格-最大风险

履约后头寸 买高卖低



熊市看跌期权

熊市看跌价差期权组合是一种垂直价差策略，策略构造需要现金支出。
该策略的净效应在于：同仅仅只购买看涨跌期权的策略相比较，它能降低
交易的成本和盈亏平衡点。并且价格必须要下跌才能达到盈亏平衡点，因
此熊市看跌价差期权组合将更适合于长期交易。



熊市看跌期权套利举例

棉花期货价格为15000元/吨，某投资者看空后市，买入一手执行价格
为15000元/吨的棉花看跌期权，支付权利金510元/吨；但又认为价格不会
跌破14600元/吨，所以卖出一手执行价格为14600元/吨的同月份看跌期权，
收入权利金330元/吨。净支付权利金180元/吨。损益平衡点为14820元。

时间 期货价格 15000 14600 损益

10日后 14800 520 320 20

到期日1 15000 0 0 -180

到期日2 14600 400 0 220
损益=表中期权价格平仓后收益减去期初净支付的权利金



熊市看跌期权垂直套利综合分析

策略
卖一份低执行价格的看跌期权，买一份更高执行

价格的看跌期权

适用范围

预测价格将下跌到一定水平。买方希望从
熊市中受益，但是通过卖出看跌期权来降低权利
金成本。在标的物价格上涨时降低损失，在标的
物价格下跌时限制收益。

最大风险
净权利金（收取的权利
金-支出的权利金）

风险有限，利润也有限

最大收益
（高执行价格-低执行

价格）-净权利金

损益平衡点 低执行价格+最大收益 或 高执行价格-最大风险

履约后头寸 买低卖高



二、水平套利策略
又称日历套利，是指交易者利用不同到期月份期权合约的不同时间来

进行套利。在买进看涨期权或看跌期权的同时，按同样的执行价格，但不
同的到期月份卖出看涨期权或看跌期权合约。

水平套利适用范围及方法

市场类型 预期价格波动情况 适用的水平套利方法

牛市

波幅小
买进虚值看涨期权或买进实值看跌期
权水平套利

波幅大
卖出实值看涨期权或卖出虚值看跌期
权水平套利

无趋势市

波幅小
买进平值看涨期权或买进平值看跌期
权水平套利

波幅大
卖出平值看涨期权或买进虚值看跌期
权水平套利

熊市

波幅小
买进实值看涨期权或买进虚值看跌期
权水平套利

波幅大
卖出虚值看涨期权或卖出实值看跌期
权水平套利



水平套利图示：

日历套利实质上是一种交易隐含波动率的行为。市场有所传闻但无实质
性实现时，较远到期期权的价格表现会相当活跃，从而使投资者获得收益。
如果传闻一旦兑现，较远到期期权的隐含波动率锐减导致期权价格也顺势下
降，该套利头寸势必也将蒙受损失。总而言之，日历套利可以使得投资者在
标的资产相对保持窄幅波动之时，从期权的因时减值中获利。



三、跨式套利交易策略
跨式套利，也叫马鞍式套利，是指以相同的执行价格同时买进或卖

出不同种类的期权。



卖出跨式套利综合分析

卖出跨式套利综合分析

组合方式
以相同的执行价格同时卖出看涨期权和看跌期
权（月份，标的物也相同）

适用范围

预计价格会变动很小或没有波动，价格上升或
下跌的幅度收窄；市场波动率下跌，市况日趋
盘整，价位波动收窄，图标上形成“楔形三角
形”或“矩形”形态走势

损益平衡点
高平衡点=执行价格+总权利金

低平衡点=执行价格-总权利金

最大风险

①如果价格上涨超过高平衡点，期权卖方有权
执行看涨期权，卖方损失=执行价格-期货价格+
权利金
②如果价格下跌超过低平衡点，期权卖方有权
执行看跌期权，卖方损失=期货价格-执行价格+
权利金

收益 收取的全部权利金

履约头寸
如果价格上涨，则履约后为期货空头头寸；如
果价格下跌，则履约后为期货多头头寸



某投资者认为后市行情波动有限，于是在2月份以500点的权利金卖出1
张执行价格为l3000点的5月恒指看涨期权，同时，他又以300点的权利金卖
出1张执行价格为l3000点的5月恒指看跌期权。该卖出跨式的盈亏状况见图：

卖出跨式套利交易举例



买入跨式套利综合分析

组合方式
以相同的执行价格同时买入看涨期权和看跌期
权（月份，标的物也相同）

适用范围

后市方向不明确，但认为会有显著的价格波动，
波动性越大，对期权头寸越有利，只要预计价
格波动会超过高平衡点或低于低平衡点，希望
会有消息刺激价格大幅波动

损益平衡点
高平衡点=执行价格+总权利金

低平衡点=执行价格-总权利金

最大风险
所支付的全部权利金。随着时间的损耗，对头
寸不利

收益

①价格上涨，收益增加，收益=期货价格-执行
价格-权利金
②价格下跌，收益也增加，收益=执行价格-期
货价格-权利金

履约头寸
两类期权不可能同时履约，因此，上涨有利于
执行看涨期权获得多头头寸，下跌有利于执行
看跌期权获得期货空头头寸

买入跨式套利综合分析



四、蝶式套利交易策略
蝶式套利策略是由三种具有相同标的物、相同到期期限、不同执行价

格的期权合约组成。根据投资方向不同，可以分为买入蝶式套利与卖出蝶
式套利两种。

（一）买入蝶式套利
对于认为标的物价格不会发生大幅波动的投资者来说，这是一个非常

适合的策略。买入蝶式套利是指分别买入低价格和高价格的的期权，再卖
出2份中间价格的期权。

涨



买入蝶式套利综合分析

构造方式

①买进一个低执行价格的看涨期权，卖出两个中执行价格的看涨期权，
再买进一个高执行价格的看涨期权
②买进一个低执行价格的看跌期权，卖出两个中执行价格的看跌期权，
再买进一个高执行价格的看跌期权

适用范围

对那些认为标的物价格不太可能发生较大波动的投资者来说，这
是一个非常适合的策略。预期市价将进入盘整上升的局面，希望在一
定的市价范围内赚取时间价值及波动幅度值，但又担心市价一旦超出
预期的买卖范围的话，会遭遇如期货一样的风险，因此希望损失也相
对有限。

损益平衡点
高平衡点=中执行价格+最大收益

低平衡点=中执行价格-最大收益

最大风险 净权利金

最大收益 最大收益=中执行价格-地执行价格-净权利金



卖出蝶式套利综合分析

构造方式

①卖出一个低执行价格的看涨期权，买入两个中执行价格的看涨期权，
再卖出一个高执行价格的看涨期权
②卖出一个低执行价格的看跌期权，买入两个中执行价格的看跌期权，
再卖出一个高执行价格的看跌期权

适用范围

①认为标的物价格可能发生较大波动，预期标的物结算价会在平衡点
之外。
②投资者认为市价会出现向上或向下突破，但又嫌买入跨式期权权利
金支出太多
③投资者决定无论市价上升或下跌，只要一到某个较为便将策略平仓，
因此没有必要保留市况无限上升或下跌的机会
④这种策略风险有限，利润亦有限。其风险收益比例并不吸引人，投
资者的着眼点是后市方向以及成本支出。

损益平衡点
高平衡点=中执行价格+最大风险

低平衡点=中执行价格-最大风险

最大风险 最大收益=中执行价格-地执行价格-净权利金

最大收益 净权利金



蝶式套利应用注意事项：

作为中性策略，蝶式组合盈利性并不建立在看多或看空市场的头寸上，
而是建立在对于市场波动率的判断。买入蝶式套利组合，意味着投资者可
以从时间价值的消减中获得收益，并且可以锁定标的物大幅度上下剧烈波
动的风险。然而，由于蝶式套利组合所涉及操作的期权数量较多，构建交
易成本也相应较高，所以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也许并不适用。

本报告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构成买卖之依据。报告用以提供给商业客户和
职业投资者参考，未经过允许不得转给他人，或者作为别的商业用途。尽管我们相
信报告中数据和资料的来源是可靠的，但我们不保证它们绝对正确。我们也不承担
因根据本报告操作而导致的损失。期货有风险，入市须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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